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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文件(EN1176-1:2008)是由技术委员会 CEN/TC 136 “运动，游

乐设备和其他娱乐设备“准备的。 

此欧洲标准应该转化成为国家标准，最晚不迟于 2008 年 11 月，

每个欧盟国家应或者出版相类似的标准，或者直接引用此标准。

最晚不迟于 2009 年五月，与此标准相悖的国家标准应被收回。 

请注意，在此标准里有些设备的零件要求可能涉及到专利要求，

CEN 无义务去了解是否有此专利。 

此文件取代 EN1176-1:1998 

此欧洲标准包括下列部分： 

EN1176-1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一部分： 一般安全要求和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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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1176-2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二部分：秋千的附加安全要

求和测试方法 

EN1176-3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三部分：滑梯的附加安全要

求和测试方法 

EN1176-4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四部分：滑道的附加安全要

求和测试方法 

EN1176-5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五部分：转椅的附加安全要

求和测试方法 

EN1176-6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六部分：摇马(跷跷板)的附

加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EN1176-7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七部分：安装，检测，维护

和运营的导论 

EN1176-10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十部分：完全封闭的游乐

设备附加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EN1176-11 游乐设备和地面设施—第十一部分：网状游乐设备

的附加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此部分 EN1176 标准应与下列标准合起来使用： 

EN1177: 2008 游乐设备的防跌倒地面---危险跌落高度的确定 

充气式游乐设备参见： 

EN14960 充气式游乐设备—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此标准与 EN1176-1:1998 (旧版)相比较，主要的变化有： 

a) 此部分 EN1176 现在包括了对地面的要求（此要求在 EN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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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体现） 

b) 围板和攀爬设备增加了要求 

c) 现在夹轧的要求针对所有年龄段。部分封闭式开口的测试要

求澄清了。 包括对不同伸入角度的不同要求。 

根据 CEN/CENELEC 内部要求，下列国家必须使用此标准： 奥

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

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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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标准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游乐设备对儿童成长发育及游乐

方面的贡献（这个在教育学的观点来看是很重要的）。 

此标准认为，仅以年龄段来区分不同的安全隐患是不完全的，

因为由于个体差异，每个儿童处理危险的能力是不同的，是

不能以年龄来划分的。另外非此年龄段的儿童也肯定会使用

此游乐设备的。 

在玩乐过程中，有一定的冒险是必须的。也正因此，儿童喜

欢玩这类游乐设备。游乐的目的就是要使儿童接触有限的冒

险，在此过程中模拟外部的世界。 所以游乐设备的目的就是

兼顾游乐的冒险性和防止儿童出现严重的意外伤害。 

此安全原则适用于工作岗位和游乐设备。不过在这两个不同

的环境里，对于安全和冒险所带来的益处的考量是不同的。

对于游乐设备来说，让儿童经受一些冒险是有益的，因为这

满足了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同时让儿童有机会在受限制的

环境里学习什么是危险，及冒险引起的后果。 

尊重儿童玩乐的特性，使儿童从玩乐中得益，发展儿童学习

如何处理危险情况，可能会引起一些撞击，瘀伤甚至有时候

会引起骨折。此标准的主要目的是首先必须防止使人残疾或

甚至死亡的后果，其次是要减少偶然出现的灾祸引起的严重

后果（有可能影响儿童的社交、智力或身体上的发展的后果）。 

以不允许特定的儿童进入作为一个安全条款是有问题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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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时儿童可以逃脱大人的监管，或者借助同伴的帮忙。 因

而，此标准包括了对于防止头部和颈部的夹轧的要求以及防

止儿童跌倒的要求。另外，标准也考虑了有越来越多的残疾

儿童也要求进入游乐设备玩耍。这样标准就要兼顾安全要求

和提供所有可能进入玩耍儿童以挑战。不过， 在防止头部、

颈部夹轧的要求这点，此标准没有考虑头部尺寸特别大的儿

童（如脑积水儿童、唐氏综合症儿童）或带头盔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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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此部分标准 EN1176 主要针对公共场所的游乐设备和地面做

出要求。其他对特殊的游乐设备作出的附加安全要求在下面

的章节里面有阐述。 

此部分标准 EN1176 包括使用游乐设备的所有儿童。 此标准

兼顾了对年幼儿童及其残疾、智障儿童的监护。 

此部分标准 EN1176 的目的是当儿童在游乐设备内或在游乐

设备旁边玩耍时，有一定的安全保证。同时发展儿童的能力，

因为这会给儿童带来宝贵的经验，使他们可以在将来其他方

面可以应对自如。 

此部分标准 EN1176 应用于个人和公共场所的游乐设备，但

不包括冒险游乐设备。同时也可应用于已经安装好的儿童游

乐设备。但此标准不包括在 EN71 和玩具指令中有定义的玩

具。 

注：冒险游乐设备是用篱笆围起的，可靠的游乐设备。有人

运营，在玩耍过程有人监护。经常是自建设备。 

此部分标准 EN1176 是为了预防儿童在使用游乐设备时不能

预知的危险。 

 

2. 相关标准 

下列文件是使用本标准时不可以缺少的。 如果下列标准是带

年份的，那么请使用此年份的标准。如果标准是不带年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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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最新版本的标准（包括修订版）。 

EN335-2: 2006 木材和木基质产品的耐久性.使用等级的定义.

第 2 部分:对实心木材的应用 

EN350-2:1994 木材和木材产品耐久性.全木自然耐久性.第 2

部分:欧洲选出的重要木材自然耐久性和可处理性指南 

EN351-1:2007 木材和木制品耐久性.经过防腐剂处理的木材.

第 1 部分:防腐剂渗透和存留能力的分类 

EN 636 胶合板.规范 

EN 1177 减震游乐场地面.临界跌落高度的测定 

EN 1991-1-2 欧洲法规 1.对建筑物的作用.一般作用.建筑防

火作用 

EN 1991-1-3 欧洲法规 1.对建筑物的作用.一般作用.雪作用 

EN 1991-1-2 欧洲法规 1.对建筑物的作用.一般作用.风作用 

EN13411-3 钢丝绳接线端.安全.箍和箍固定 

EN13411-5 钢丝绳接线端.安全.U 形螺栓钢丝绳夹具 

EN ISO 2307 纤维绳索.特定物理和机械性能的测定 (ISO 

2307:2005) 

EN ISO 9554 纤维绳索.一般规范 （ISO 9554: 2005） 

EN ISO/IEC 1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ISO/IEC 17025: 2005) 

ISO 1834 提升用短链节链条.验收的一般条件 

3. 定义 

http://www.hzsis.com/web/SearchStd_View_SZService.aspx?stdId=EN+636-2003
http://www.hzsis.com/web/SearchStd_View_SZService.aspx?stdId=DIN+EN+1177-2008
http://www.hzsis.com/web/SearchStd_View_SZService.aspx?stdId=ISO+1834-1999


 EN1176-1:2008 (东铭仪器翻译件) 

第 12  页，共 109页 

根据此标准要求，对下列作出定义： 

3.1 游乐设备 

设备，包括零部件, 儿童可以在此设备上玩耍（包括室内的和

室外的）。儿童可以单独或者结伴玩耍，可以以任何他们自己

的规则或理由，可以任意改变玩耍方式 

3.2 攀爬设备 

此类设备要求使用者必须使用手脚支撑，才能达到游乐设备。

此类设备要求至少有三点（手、脚）接触，其中一个是手掌。 

注： 在运动过程中也有可能是一点、或两点接触的，但是这

只是在从休息位置变化过程中是可能的。 

3.3 防跌倒区域 

使用者可能由于跌倒，落到此区域 

3.4 玩耍区域 

从使用者开始玩耍的区域算起， 至少要包括防跌倒区域 

3.5 自由空间 

此自由空间可能是在游乐设备内或旁边，目的是给在进行非

自主运动过程中的使用者以空间（如：滑梯，秋千，跷跷板、

摇马）。 

3.6 跌落高度 

从身体的支撑最高处到防跌倒地面的最大距离 

注：身体支撑最高处包括所有可能达到的地方 

3.7 跌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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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空间在游乐设备内或旁边，使用者从设备高处跌落下来的

空间（参见图 1） 

注： 此跌落空间从跌落高度开始 

 

1. 游乐设备空间 

2. 跌落空间 

3. 自由空间 

图 1.—空间 

3.8 最小空间 

安全使用游乐设备的空间，包括跌落空间，自由空间和游乐

设备占据的空间 

3.9 公共场所使用 

有多个使用者同时使用 

3.10 挤压点 

当游乐设备的部件互相移动，或一部件向另一固定部件移动，

可能挤压到身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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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剪切点 

当游乐设备的部件互相移动，或一部件向另一固定部件移动，

可能剪切到身体的一部分 

3.12 梯子 

攀爬设备，包括横档或台阶，使用者可以以手支撑，上行或

下行（参见图 2） 

 

图 2 梯子示意图 

3.13 楼梯 

攀爬设备，包括台阶，以便使用者可以上下（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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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楼梯示意图 

3.14 缓坡 

攀爬设备，包括一个倾斜的斜面，使用者可以上下（参见图 4

和 4.2.9.3 第一句话） 

注： 最大倾斜角度参见 4.2.9.3 

 




